小组聚会程序
2019 年第 37 周（2019 年 9 月 8 日–9 月 14 日）
A. 欢迎 Welcome（15 分钟）:【组长带领或事先指派一位组员带领，让他有时间预备。】
题目：数 7
目的：活跃气氛，增强反应能力
内容：
1. 首先人要多一点，5 人以上。
2. 任意一人开始数数，1、2、3… 那样数下去，逢到 7 的倍数（7、14、21...）和含有 7 的数
字（17、27...）必须以敲桌子代替。如果有谁逢 7 却数出来了，就算输；有谁没逢 7 就敲桌子
的，也算输。
B. 敬拜 Worship（15 分钟）:
【带领敬拜的人要控制时间、带领大家祷告。若圣灵感动组员有知识的言语，组长可以让领受
的人按次序说出来。】
我的好朋友

我要单单仰望祢

无搁越头看

Goa E Ho Peng Iu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Bo Koh Oat Thau Khoa*

我的好朋友

黑暗的城市看未清欲从叼去

Goa e ho peng iu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O' am e sia* chhi khoa* boe chheng beh tui toh khi

紧来信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每一日浮浮沉沉

Kin lai sin Ia-so'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灵魂得拯救
Leng hun tit chin kiu

因为祢是我的帮助
In ui Li si goa e pang cho'

我要单单仰望祢主耶稣
Goa beh toa* toa* giong bong Li
Chu Ia-so'

Mui chit jit phu phu tim tim

主祢是头前的灯是我的光
Chu Li si thau cheng e teng si goa e kng

黑暗权势祢拢得胜
O' am koan se Li long tek seng

天堂, 福气, 永远有

因为祢是我依靠

Thian tong, hok khi, eng oan u

In ui Li si goa oa kho

M bian koh oan than m bian kia* lo' to' iau oan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不免搁操烦因为有耶稣作伴

灵魂得拯救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M bian koh chhau hoan in ui u Ia-so' choe phoa*

Leng hun tit chin kiu

我要仰望祢的荣光

Bo koh oat thau khoa* ia

信耶稣真正好
Sin Ia-so' chin chia* ho

Goa beh giong bong Li e eng kng

我要仰望, 仰望耶稣
Goa beh giong bong, giong bong
Ia-so'

仰望耶稣的荣光
Giong bong Ia-so' e eng kng

*不免搁怨叹不免惊路途遥远

无搁越头看啊
无搁三心两意
Bo koh sa* sim liang i

全心全意跟随主
Choan sim choan i kun te Chu

向着头前行
Ng tioh thau cheng kia*

无论艰苦困难祢是我的气力
Bo lun kan kho' khun lan Li si goa e khui lat

我欲与主耶稣逗阵行
Goa beh kap Chu Ia-so' tau tin k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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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话语 Word（50 分钟）:
【请组长事先做好预备，最好先看过一遍，对内容有个概念，再思考如何按着圣灵的感动，引
导每位组员分享。请注意，重点不是讲道，而是引导每个人应用神的真理。】
信息主题：耶稣与驴子

讲员：黄循彦牧师 Ps Don Wong

讲道日期：2019 年 8 月 31 日

主要经文：路加福音 Luke 19:28-38

28 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29 将近伯法其和伯大尼，在一座山名叫橄
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30“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
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31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你们就说：‘主要
用它。’”32 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33 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
说：“解驴驹做什么？”34 他们说：“主要用它。”35 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
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36 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37 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
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38 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
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很多时候主能看得见，我们却无法看见。我们没办法知道明天将要发生的事，但是上帝能知道
一切的事。重要的是，门徒顺服耶稣的命令。耶稣骑驴子进耶路撒冷乃是要成就旧约先知的预
言。有时上帝让我们做一些事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上帝有祂的方法，旨意，为要成就祂的话。
从这节经文中，我们可以学习三个真理：
1. 我们看不见的，耶稣看得见 Jesus can see what we cannot
耶利米书 Jeremiah 29:11 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
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
很多进出监牢的人，对未来没有抱任何的盼望。靠自己根本就没有办法过得胜的生活。但是，
当我们顺服上帝时，祂的话必定成就，使过来人能从毒品中被释放出来。其实牧师本身也是因
上帝的恩典而得到永生的盼望。
路加福音 Luke 5:4-9
4 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5 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6 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
7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8 西门彼
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9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
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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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要改变西门彼得的生命，使他看到上帝的作为。彼得已经用尽自己的方法，但都无法捕到
任何的鱼。但是，当西门彼得顺服耶稣的话撒网时，结果鱼多到几乎把网撑破了。所以有时候
主要改变我们的环境，我们的生命，我们一定要顺服主的话。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要相
信上帝说可以成就，就是可以成就。
2. 耶稣的名有能力 Jesus’ name has power
谢文兴弟兄分享见证：
过去的生活因为家庭背景的关系，十几岁的时候就参加私会党，吸毒，还成为乩童。生活非常
痛苦，进出监狱。而在一次的帮派斗殴中，亲眼看到哥哥当场被砍死。因为内疚，虽然想要改
变，但是无能为力，还是继续被毒品捆绑，再次进入监狱。从此觉得人生无望，甚至想要自杀。
感谢主的恩典，在监狱期间听到弟兄分享福音，知道耶稣的救恩能彻底地改变人生，从此开始
跟随主。现在除了在神学院就读，还有机会到处分享见证。在过去怎样都无法改变的生活，因
为耶稣而完全改变了，而且是更丰盛的生命。
3. 耶稣要将你升起 Jesus wants to lift you up
我们走耶稣的道路，必定因为耶稣的荣耀而蒙福。所以，当主呼召你的时候，要顺服主的话。
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要谦卑感谢上帝，不可骄傲。因为上帝的恩典，我们能成为上帝所使用
的器皿。如果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离了上帝，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就像被主所使用的驴
子，能走在荣耀的道路上，否则就只是原地踏步的普通驴子。
小组讨论分享：
【请组长以下列问题带领小组讨论，在控制时间的同时也尽量让每位组员都有机会参与发言，
分享。将分享讨论带出来的问题或困难带到分组祷告中彼此服事。】
Q1. 请分享你对上帝有多大的信心，相信祂会带领你所看不见或不明白的事。Please share
how much faith you have in trusting God to lead you in the things you cannot see or
comprehend.
Q2. 请分享你个人的经历，耶稣的名有什么能力？Based on your own experience, please
share what power does the name of Jesus entail?
Q3. 你要上帝如何升起你？分成 2 至 3 人一组，坦诚的分享，然后彼此祷告祝福。How do
you want God to lift you up? Divide into groups of 2 to 3 people, share frankly and
then pray for and bless each 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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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服事 Work（15 分钟）：
1. 纪念 3×3 未信主朋友，为他们的救恩祷告，叫神感动他们出席主日聚会和小组。
2. 为组员的需要祷告
3. 同心为教会事项祷告


触爱国际社区发展服务

触爱国际将在今年 9 月至 12 月期间差派志愿者到尼泊尔、斯里兰卡和日本熊本市。在尼泊尔，
志愿者将为当地的贫困社区进行重建工作。在斯里兰卡和日本，志愿者将支援当地的社区发展
工作。有意者请上网 bit.ly/nationsservingnations 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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